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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创意活动月启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何浩 毕克勤）

14日上午，“重庆艺术大市场线下中心启动
暨2018两江创意活动月开幕”仪式在两江
新区金山意库举行。2018两江创意活动
月将推出八场重量级主题艺术展览和四场
文艺交流及七种创意生活方式分享。活动
将持续至明年1月14日，展览及活动免费
向市民开放。

金山意库位于重庆两江新区出口加工
区，目前已入驻艺术和设计创意类企业150
余家。此次重庆艺术大市场线下中心落户
金山意库文创园，首期以约4000平方米的
主大楼为基础建设1.0版，逐步实现艺术展
示、高端拍卖、艺术交流、衍生品交易、品牌
秀场等功能，逐步实现常态化的艺术品展
示交易市场。

两江创意活动月以“艺行山水·文化新
升”为主题，在2018年年末为重庆市民奉
献一场艺术大餐。

荣昌获评中国十佳
营商环境示范城市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15日，
在北京举行的2018第十三届中国全面小
康论坛上，重庆市荣昌区获评“2018年度中
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市”，这也是重庆唯
一获此殊荣的区县。

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是国内唯一以全
面小康为主题的国家级大型论坛。今年
论坛颁发了“2018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特别
贡献城市”、“2018年度中国十佳营商环境
示范城市”等奖项，荣昌区与深圳、杭州、
宁波、南京等同获“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
市”奖项。

15日晚，由张艺谋任总导演的大型诗
词文化实景演艺《归来三峡》在有“中华诗
城”之称的重庆奉节首演。重庆晚报记者
作为第一批观众现场观摩，这台节目给人
诗中有画、画中有景的特别体验。

诗意中领略壮美三峡
该节目演出时长约60分钟，主要以夔

门、瞿塘峡、白帝城为节目背景，以中华诗
词为主线和根基，通过运用声光电等高新
技术呈现方式，让观众体验奉节独有的传
统诗词文化。

据悉，这台节目于两年前启动设计，演
出地点定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长江
非航行水域。其中，内容选取了杜甫的《春
夜喜雨》《登高》《绝句》、陈子昂的《登幽州
台歌》、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其一》、李白
的《早发白帝城》《静夜思》、李商隐的《夜雨
寄北》、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
头》，共10首诗词，每首诗词为一个篇章。
并且，由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
诗词大会》点评嘉宾康震作旁白注解，将诗
人创作背景和诗词意境直观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在如幻如梦的唯美诗意中，领略长
江三峡壮美的自然景观与中华诗词的意蕴
之美。

观众浮台长111.6米
值得一提的是，总导演张艺谋将《归来

三峡》定位为实景演艺项目的换代之作和
传世之作，具体表现为，演出摒弃了以往

“印象”系列、“又见”系列的人海战术，更多
使用高新技术呈现方式，糅合前沿科技、多
媒体技术、人文美学、当地文化。

记者了解到，在舞台建设方面，该节目
具有水上工程体量大、技术复杂、自主创新
程度高等特征。其中，观众浮台长111.6
米、宽34米，面积3800平方米，可同时容
纳1738名观众；演出浮台长160.8米、宽
54米，面积8600平方米。

打造三峡旅游升级版
奉节自古以来便是三峡门户。万里长

江，最美三峡，延绵七百里，自奉节始。去
年，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奉节“中华诗城”称
号。记者从奉节县政府获悉，当地已提出
全域旅游的发展主线，打造三峡旅游升级
版。这台节目的面世，意味着全域旅游吹

响了号角。
下一步，奉节还将建设诗歌小镇，布局

白帝城、草堂湖、竹枝词公园三大诗歌主题
园，实施夔州古城复建、大白帝城遗址保
护、夔州博物馆、诗歌剧院、杜甫江村等一
系列文化传承项目。

这样购票
《归来三峡》2018年首演季时间：12

月15日至12月31日
购票方式两种：1、白帝城景区现场购

票；2、通过线上平台，如归来印象官微、诗
橙远方智慧旅游平台。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 记者 李
野 摄影报道

张艺谋执导《归来三峡》奉节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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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响应国家号召，拓展业务蓝海，
许多金融机构都在奋力创新，寻找良方，作为
商业银行转型的排头兵，平安银行日前运用金
融科技的力量，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探索出
了一条新路。

在2018年11月7日至9日，由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
表示，金融科技的核心逻辑是金融为科技提供
场景，科技为金融赋能。平安银行为进一步降
低风险管理成本，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通
过金融科技完善企业信用体系，集成综合金融
服务和大数据资源整合能力，引入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最新技术，构建出一套服务于中小
企业的数据征信金融服务体系，推出了针对中
小企业客户线上化网络融资产品平安银行小
企业数字金融（原KYB业务）。

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以内
外部大数据为核心，构建全流程线上化、智能
化风控模型群，打造强劲内核；系统实现“一个
客户、一个界面、一次操作、全流程流转”，支持
多产品封装、全要素覆盖、全流程风控、全线上
操作、一体化处理，高并发处业务承载能力已
实现单笔自动化审批平均时效小于60秒；通过
线上进件、身份核查，系统自动化审批、实时监
控、自动预警，颠覆传统授信作业模式——最
快可做到60秒完成审批、10秒完成放款、7×
24小时服务，将以工作日计算的客户等待时间

缩短至以秒计，切实满足客户需求。
目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体系主推

两类产品：小企业数字金融标准化产品及小企
业数字金融场景化产品。标准化产品包括“发
票贷”、“税金贷”，面向开具增值税发票和诚信
纳税的中小企业，目前最高额度50万元，最快
一天放款，且按日计息，一天起借，不使用不计
息，免抵押免担保，根据中小企业的增值税发
票及纳税信息提供信用贷款。而场景化产品
已落地围绕光伏行业及医药行业的产业链融
资项目，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可在线申请贷
款、实时审批、最快当天获得放款。

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
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科技助力小企业融资

1、在产品的作业模式上，不再需要客户
经理频繁往返企业进行产品推介和调研，小
企业数字金融通过科技手段实现线上申请
和系统自动审批。依托于大数据以及模型，
系统将对企业资质进行标准化评估，对于企
业来说省去了频繁沟通的时间，也为银行节
省了人力成本。

2、在产品风控上，不再强调企业财务报表
和流水表现，而更多关注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
的真实、有价值的企业经营数据。利用数据建
立数理模型，判断企业的违约概率，从而对客
户授信进行风险判断。

3、在客户体验上，为了方便中小企业客
户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融资申请，小企业数

字金融产品流程呈现简洁、明晰化，力图让客
户无需客户经理指导也能够独立完成申请。
让客户只临柜一次即可完成开户、面签、放款
等一系列动作。

4、在营销方式上，平安银行希望从银行
登门找客户转变为客户线上找银行找产品，
因此，小企业数字金融颠覆了传统银行以客
户经理为核心的营销方式，而通过综合金融
的多渠道，借助集团市场营销能力对客户引
流，并用广告投放、微信朋友圈展示等方式，
吸引客户自主申请。

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产品自2018年
正式推广以来，截至 2018 年 8 月末，累计服务
13317名中小企业客户，累计放款98亿元。

与传统贷款相比，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具有以下4大特点：

多一份金融知识了解，多一份财富保障。
为更好保护客户和重庆市民的财产安全，在即

将过去的2018年里，平安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响应总
行和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的
同时，秉持预防为先、教育为主、依法维权、协调处置
的原则，以监管总行各项制度、规范和要求为指引，
全面升级做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向社会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提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是2018年
“金融知识普及月及金融知识进万家”的宣传主题，
为配合好这一行业宣传和开展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自
身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2018年该行从以下方面
入手，采取多元化、形式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受到
了重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

首先，加强领导，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2018年，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升级消保组织架构，

增强消保组织权威性，完善现行消保制度，严格消保
考核管理，建立全渠道的投诉信访管理制度，同时，
分行加大对消保的费用投入，加强培训宣传，确保消
保工作扎实落地，切实做好消保和服务工作。

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建立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常态化机制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多措并举，建立金融知识普
及教育常态化机制，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工
作，制定“1098”计划，评选“10”佳消保卫士，推出

“9”个消保主题月活动，开展“8”个1工程，量化工作
清单，从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识别金融广告、用
卡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升金融素养、双录、个
人信息等各个方面多形式、多维度、多渠道的开展宣
传。活动累计参与员工1947人，发放宣传资料约
12.4万册，发送宣传短信约14.2万条，媒体报道12
次，受众约86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

同时，该行还开展了系列特殊人群关爱活动，走
进敬老院及养老托残服务站，将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带到老年人、残疾人身边，努力提升低净值群体风险
防范意识和金融素养。现场为大家讲解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反假等各类金融知识，帮助老人、残疾人提
升自身金融知识水平。

此外，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还积极开展“金融知识
进校园”活动，向青少年学生普及金融知识，先后走
进了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鲁能巴蜀中
学、渝高中学、西南大学等10余所校园，举办金融知
识专题讲座，设置校园宣传站，为在校学生讲解金融
知识、答疑解惑，受到相关学校师生的欢迎和肯定。

第三、优化投诉处理流程，提升客户满意度
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十分重视客户服务体验，建

立客户之声问题追踪机制，聆听客户声音，解决客户
痛点，打造“知心天团”专业团队，与投诉客户面对面
高效沟通，真诚解决客户问题，建立充分信任，取得
客户满意。同时，该行还定期开展投诉数据汇总分
析，针对典型投诉，梳理话术，制作投诉案例，全行推
送学习。分行领导及分行管理干部亲自参与“百无
一失·变诉为金”客户满意度提升活动，通过回访投
诉客户、倾听客户心声，将客户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优
化改善，举一反三，从投诉中汲取经验，促进服务流
程改进，提升服务价值。

此外，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还通过客服回访和营
业网点现场开展服务评价问卷，聆听客户声音，改善
痛点，优化业务流程，通过闭环式机制完善营业网点
NPS触点监测，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四、科技赋能消保，助力消保工作提升
在移动互联快速发展的今天，平安银行重庆分

行2018年积极利用平安银行“金融+科技”优势，大
力在重庆开展金融科技服务尝试，也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一是该行针对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双录执行及
管理难点、客户体验痛点，开发“智能双录”，运用智
能检测、人脸识别 、语音话术等技术，提升双录质
量和效率，将传统业务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二是该行研发的“智能咨诉”系统，将对投诉关
键词进行智能预判，通过推送最佳指引，及时介入
安抚客户。该系统的引入将全面提升了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的投诉处理水平和效率。

三是该行积极在重庆打造智能门店，通过人脸
识别、人工智能等科技技术落地到零售新门店，更
好地通过技术来保护消费者，打造“不排队、不下
班、有温度的银行”。

四是平安银行开发的“AI+投顾”、“AI+客服”
在重庆地区获得良好推广，能提供 7×24 小时的智
能化服务，深受客户好评。


